
健保卡盜用「逃逸外勞」佔大宗　7月起醫院可要求出示雙證件

    健保卡盜用事件頻傳，根據健保署統計，103年至今共有35件盜用個案，使用醫療費

高達177萬，其中金額最高的為一名陸籍配偶，將健保卡於105年3月至11月借給罹胃癌的

表姐使用，到表姐過世檢方要開立死亡證明書時，才說出實情。健保署已於107年處辦，

要求償還醫療使用費用112萬，也遭檢方起訴，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2年。

    健保署專委董玉芸表示，近5年35件盜用健保卡案件中，以外國籍17件最多，其次為

本國籍16見、陸籍只有2件。本國籍多為通緝犯冒用，也有民眾持家人健保卡領取安眠

藥，等到申請商業保險，發現上面有精神疾病紀錄，才露出馬腳；外國籍盜用案例，則

多為逃逸外勞、學生冒用合法外勞健保卡，但金額多在數千至數萬之間，以致長年未被

揪出。

    健保署長李伯璋表示，冒用事件主要來自民眾、醫院舉報，但有2成的民眾使用的是

無相片健保卡，或者用的是小時候的照片，醫院難以發辨識是否為本人看病，加上使用

醫療金額不高，恐難以即時揪出異常。而陸配雖然只有2件，但盜用金額卻最高，至於背

後有多少黑數未被揪出，目前難以統計。

    李伯璋提到，健保是台灣民眾的福利，若未按時繳納健保費，受到健保照顧就應有

所限制。面對盜用事件防不慎防，健保署已於7月請各醫療院所協助，在民眾持無相片健

保卡就醫，或者身份無法確認時，應該執行「雙卡認證」，請其出示身分證或駕照證明

身份，才能讓健保資源得到最妥善利用。

    董玉芸表示，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醫院若知冒用身份仍申報，可扣減10

倍醫療費用、開罰20倍金額，出借、冒用健保卡者，也會被依偽造文書、詐欺罪移送法

辦。目前盜用的35件案件中，健保署除了全數追回醫療費用外，更開出108萬罰鍰，

盜用者亦遭緩起訴處分。



基本工資漲到23800元　時薪從 150增至 158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今(14)日開會，最後拍板建議行政院明(2020)年調漲基本工

資月薪至23,800元，時薪158元，漲幅分別為3.03％及5.33％，這是小英政府上任以

來，第4度調漲基本工資。基本工資月薪從23,100元漲至23,800元，調漲700元，預估

183.26萬名勞工受惠；每小時基本工資從150元調漲至158元，勞工受惠則有48.33萬

名。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代表除了勞、資之外，還集結學者及勞動部人員，根據物價

變動、經濟成長等指標，各方協調調漲與否及調漲比率。每月基本工資調漲後，有

183.26萬名勞工受惠，其中136.71萬名受惠者為本國籍勞工，外籍勞工46.55萬名。

　　勞動部指出，小英政府上任以來，共計調漲基本工資4次，4年前的基本工資為2

萬8元，歷次調升為2萬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希望透過基

本工資的合理調整，帶動內需消費的正向成長，共創

勞資雙贏。

　　基本工資是薪資最低要求，若未達基本工資標準

就屬違法。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表示，基本工

資主要是要照顧到「邊際勞工」，例如提高時薪有助

改善二度就業婦女、中高齡勞工與學生打工族經濟狀

況；至於月薪規定，可望透過「比價效應」、「外溢

效果」的帶動，推升社會新鮮人起薪水準，逐步改善

青年低薪化問題。

　　雖然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勞資各有代表出

席，但做成調漲基本工資的決議，仍讓工商大老不滿意。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指

出，國內物價漲幅0.7%、經濟成長率只有2.2%，基本工資調漲幅度卻超過這兩項指

標，且公務員並未加薪，基本工資調漲恐讓中小企業撐不住。像是國內1萬多家便利

商店1年經營成本大增8億元，屆時可能造成物價上漲。

　　商總理事長賴正鎰也不認同基本工資調漲，賴正鎰認為，8年來勞工基本月薪已

調高29%，時薪也上升58%，造成業者不勝負荷，以加油站為例，光是去(2018)年就關

閉了2、3百家。但公務人員這8年來卻只調整6%，政府考量成本凍漲公務員薪水，卻

要企業負擔不斷增加的龐大人事成本，相當不合理。



    外籍看護在現代家庭組成中並不少見，離鄉背井的他們，如何在思鄉之餘，融入

照護家庭、使照護家庭產生信任感是一大課題。音樂劇《我的媽媽是Eny？》透過知名

歌手李佳薇的歌聲，將外籍看護初到異鄉時的徬徨演繹得淋漓盡致。李佳薇表示，此

劇已經演出數年，她也像她所飾演的外籍看護Eny一般，像是一個外人融入到原本就互

相熟悉的劇組，讓她對於角色很能產生共鳴。

    導演郎祖筠表示，對於《我的媽媽是Eny？》的劇本，她以非常嚴格的標準看待，

原因無他，因為自己已故的爸爸，便如同劇中Eny所要看護的爺爺一樣有失智症，「陶

傳正(在劇中飾演爺爺)有一句台詞『我要趁著我記得的時候，跟妳說聲謝謝妳』，

便是依照我爸爸對外籍看護所說的話演出，這句話讓我們家的外籍看護當時非常感

動。」

    《我的媽媽是Eny？》描述來自印尼的看護Eny，一邊心繫遠方的家人，一邊在三

代同堂的家庭中努力做好工作，家庭中的爸爸媽媽也沒閒著，在忙碌自己的工作以

外，也要不斷在Eny與爺爺奶奶間居中協調，家庭中的孩子小杰也需要大家花時間關

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壓力與煩惱。

    製作人林奕君表示，兒時的她總是對於爸爸媽媽的煩惱有所體察，但即使問了父

母，父母也總以「小孩子不懂啦」等話回應，讓她體認到「父母能對小孩傾訴心事」

是多數家庭難以達到的。因此除了外籍看護議題以外，這齣音樂劇也傳達了家人溝通

的必要性。林奕君說，「這齣音樂劇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共感，也希望讓大家知道藝

術是可以在生活中跟我們一起成長的。」

外籍看護現代難題 李佳薇唱出異鄉人辛酸



外勞罹癌住院 僱主有情有義 支付費用輪班陪伴

    一位 43 歲印尼外勞，來台灣照顧老邁的阿嬤長達九年，因老阿嬤過逝，申請新的照

顧工作時健檢發現罹患肺腺癌，原僱主老阿嬤的家人知情後，於開刀住院時像家人一樣

地輪班照顧，並支付相關醫療費用，澄清醫院中港院區胸腔外科主治醫師杜承哲表示，

這樣的人情味令人感動，所幸該外勞的肺腺癌經微創內視鏡切除後，未發現有轉移情形，

呼籲民眾要定期做肺部健檢。

    杜承哲醫師強調，八成以上的肺腺癌，是在健康檢查時

才被發現，因為早期的肺腺癌幾乎沒有任何症狀，卻是國

人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可說是「最陰險」的癌症。這位

印尼外勞在台灣家庭照顧老阿嬤長達九年，已經融

入照顧家庭，最近因老阿嬤過逝，想再申請新的

照顧家庭，依規定要做健康檢查，從 X光發現她

的右肺上葉有一顆約 2.8 公分的腫瘤，判斷應是

惡性肺腺癌，因該外勞在台灣舉目無親，她聯絡了原僱主的家人。

    杜承哲醫師表示，原僱主的家人火速趕到醫院，向他說：「她就是我們的家人，請

醫師給她最好的醫療，願意幫她付所有的費用。」經開刀後，病理化驗確定是惡性肺腺

癌，所幸癌細胞沒有轉移到其他器官。

    在該印尼外勞住院期間，原僱主老阿嬤的子女還輪班到病房日夜照顧，認為印尼外

勞長期照顧阿嬤，這份恩情他們長存於心，不能讓她帶著癌症回去印尼，要用台灣最先

進的醫術治療她，得知杜承哲醫師要以微創內視鏡進行手術切除肺腺癌表示贊同，由於

該外勞有健保，還特別拜託醫師用最好的器材，健保之外的費用由他們來支付。

    杜承哲醫師指出，雖然手術完隔天就可下床活動，但仍需住院觀察，住院期間這一

家人對印尼外勞的關心和照顧，讓他十分感動，這樣的人情味已傳遍樓層護理人員，還

有護理人員特別到病房探視這家人，洋溢溫馨氣氛，五天後康復出院。

    杜承哲醫師說，肺腺癌致病原因未明，抽菸不是唯一的原因，其他如基因遺傳、空

氣污染、油煙等都可能導致肺腺癌，由於目前有低劑量肺部斷層掃瞄檢查，甚至小至0.5

公分以下的肺腺癌都無所遁形，越早發現治療效果越好，通常 0至 1期的肺腺癌經手術

切除，存活率在 90％以上，而晚期發現其存活率在 10％以下，因此呼籲民眾要定期做肺

部健康檢查。

    杜承哲醫師強調，八成以上的肺腺癌，是在健康檢查時

才被發現，因為早期的肺腺癌幾乎沒有任何症狀，卻是國

人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可說是「最陰險」的癌症。這位

印尼外勞在台灣家庭照顧老阿嬤長達九年，已經融

入照顧家庭，最近因老阿嬤過逝，想再申請新的



歧視殺人！懷孕外籍移工被迫逃跑，「黑戶」寶寶悲
歌：不能打疫苗染病死，媽媽說想把他埋在清真寺…

    酷暑 7月份的桃園機場，有這麼一場離別――一位逃離雇主印尼移工媽媽被抓到

了，孩子 Monkey 跟著被遣返，他已是上小學的年紀，在台灣出生長大也說得一口流利華

語、卻必須前往全然陌生的「祖國」印尼，上機前他哭不停，而其他移工孩子童言童語：

「Monkey，我們會去看你！」

    Monkey 哭得慘烈，然而長期收留移工孩子也看著

Monkey 長大的「關愛之家」創辦人楊婕妤如此感嘆：「最

好狀況是，他們平平安安跟著媽媽回去。」

    近 10 年來楊婕妤收留過 500 多位這樣的移工媽媽與

孩子，她們懷孕後擔憂被遣返而逃跑，成了人們口中的「非

法」；當這樣的逃跑移工成為警察查緝重點，她們連去醫

院生產也不敢，孩子也難以在台灣打疫苗就醫，楊婕妤記

得有個孩子來不及送到關愛之家就死了，正是因為無法打

疫苗――傷心的媽媽想把孩子葬在清真寺，楊婕妤無奈說，沒那麼簡單。

    為何在台灣出生的孩子會連就醫也不行？近年極力協助移工寶寶接疫苗的台北市社

會局，其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長王惠宜一句話或許正戳中問題核心：「移工不只是一個

『勞動力』，但社會不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一個移工面臨歧視下懷孕的優先選

項是「逃跑」，即便有關愛之家有社會局也難以承接全部，下一個含淚要把病死孩子埋

在清真寺的移工媽媽，隨時將再出現。

    「我如果懷孕照顧阿公，他們不會讓我留下來」當懷孕被雇主視為「麻煩」　媽媽

只能展開逃亡

    楊婕妤是在 33 年前成立關愛之家的，起先收容的是被社會抗拒的愛滋感染者，醫療

常識尚不普及的年代人們誤以為愛滋可以輕易地傳染，感染者在誤解下或許被同學排斥、

被公司解雇、被家人趕出門，楊婕妤便讓這些無處可去的人們住在自己家，而近10年來，

關愛之家有了新一類落難者進駐――懷孕的外籍移工媽媽，以及她們生下的無國籍孩子。



「她們來台灣的目的是賺錢，但錢都還沒賺就懷孕，好像踏錯一步，之後都很難講……」

楊婕妤感嘆。

    幾乎每一個移工都是借款背負高額仲介費來到台灣，還沒開始工作就是欠債，沒賺

到錢是不敢走的；然而移工們也幾乎是在青春正盛、人生黃金時期的20–30歲來到台灣，

有情慾是極自然的事，只是懷孕移工在雇主與仲介眼中似乎是錯誤的存在，一旦有了孩

子就要面臨被遣返、借款血本無歸的恐懼。

    儘管過去勞動部強調「雇主不可以外籍勞工懷孕產子為理由提前解約、強制出國」，

楊婕妤說，很多來關愛之家的媽媽都證言「仲介說不可以懷孕，懷孕就要遣返」――在

仲介這般殷切「提醒」下，楊婕妤看到的結果是有些移工懷孕就逃跑、轉而做黑工還債：

「她們都會跑掉，畢竟錢如果沒還完，要怎麼跟家人交代？又大肚子回

去。」

    「我如果懷孕照顧阿公，他們不會讓我留下來。」北市社會局兒少科

長王惠宜也聽過一名看護工這樣說。她來台灣沒多久就認識在工廠上班的

同鄉男友，懷孕後擔憂被遣返就逃跑，男友為了照顧愛人與孩子也跟著跑，

一次產生兩個逃逸外勞，王惠宜很無奈：「你會想說，到底是哪個制度環

節出了問題？」

    男友還在身邊的移工媽媽可能不是最絕望的，楊婕妤看過的更多媽媽

是這樣――有的求助密醫進行人工流產搞壞身體，有的生下孩子後仍無力

照顧、把嬰兒放在傳說中「可以幫忙照顧小孩」的關愛之家門口，也有媽

媽到關愛之家待產、生完孩子以後繼續逃跑工作、活在隨時都會被警察逮

捕的恐懼裡，只求哪天賺夠錢再帶著孩子一起回到家鄉。

    「我也會問媽媽什麼時候要回去，她們說很快，我問多快？再一年。」王惠宜嘆：「她

們很多覺得做一天賺一天，還可以賺，能躲就躲……」

    「無國籍寶寶」成制度下犧牲品：連打疫苗都無法、媽媽背著工作卻摔斷小孩腿…

當移工媽媽不得不逃，孩子自然也成為犧牲品，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是「無國籍」。北

市社會局兒少科長王惠宜說明，由於在台灣出生的孩子能否居留是視爸媽國籍身份而定，

爸媽非法孩子就非法，他們還無法回到印尼但也不會成為台灣人，造成在台灣生活難以

取得一些基本權利，打疫苗即是一大難題：「問題變成誰來決定這孩子要打疫苗？有些

在家裡出生的，他沒有健康手冊、也不知道能不能打疫苗。」



    儘管目前疾管署表示「由社政、警政、戶政、收容機構或監管單位提供衛生單位個

案相關資料，即可安排各項常規疫苗接種」，很多爸媽並不知道官方已有應對措施，他

們靠的是「口耳相傳」的管道。王惠宜曾在關愛之家遇到一對特地從宜蘭搭車上來的移

工爸媽，那寶寶才出生一個月，小倆口可能從同鄉聽說關愛之家關愛之家可以幫忙打疫

苗，就把孩子帶來。

    王惠宜曾在關愛之家遇到一對特地從宜蘭搭車上來的移工爸媽，那寶寶才出生一個

月，原先他們是搭計程車要帶孩子去衛生所打疫苗，但因為媽媽是逃逸身份、孩子沒有

權利就醫，小倆口可能從同鄉聽說關愛之家，就把孩子帶來。

    也有來不及打疫苗的孩子，楊婕妤說，幾個月前就有一個曾在關愛之家生過孩子的

媽媽，第二胎因為來不及趕到醫院在深山住處出生、免疫力薄弱的情況下就這麼生病死

了。

    即便現在社會局也想盡力協助無國籍寶寶就醫，王惠宜看到的現實是：「這些媽媽

不會主動找上公部門，之前有些孩子生病、媽媽照顧也知道孩子生病，但她不敢自己去

就醫，是透過關愛去送醫的……媽媽很擔心說只要進到這些單位人家就會報警、把她抓

去。」在媽媽驚惶恐懼逃亡的過程裡，孩子也很難得到最好的照顧，「你以為寶寶不知

道？他曉得你焦慮啊。」王惠宜說。

    王惠宜看過一些孩子生下來就有先天性心臟病、看過有孩子是沒戶口

在墳墓長大的，而今（2019）年台北市議員王浩指控關愛之家照顧不佳讓

孩子「斷腿」，楊婕妤大嘆實情是這樣的――那孩子的爸媽在梨山果園做

非法打工，即便兩人都說雇主待他們很好，帶孩子工作還是難免發生意外，

那媽媽背著孩子從高處跌落，孩子的腿就這麼摔斷了。他還很小，腿就斷

了。

    有些分身乏術的移工媽媽會選擇把孩子放在關愛之家，想趕快專心賺

夠錢再帶孩子回國，只是王惠宜走訪關愛之家多次，她看見的是：「你去

那邊會發現，每個孩子都很渴望抱抱喔，他們會一直過來要抱抱，但我想

任何人都沒辦法給他，只有他的家人可以……」



    即便孩子一路平安順利成長，當媽媽被抓到、要遣返回印尼那天，孩子可能也大了。

談起前陣子被遣返的移工孩子 Monkey，王惠說他已經 5歲了，跟媽媽其實是很疏遠的，

他也已經會講台灣話、完全像個台灣人、所謂「祖國」印尼對他來說完全是陌生異鄉，

那孩子在機場恐懼不已、哭個不停――一個移工在台灣工作最常至多就是 14 年，他們的

孩子有一天勢必要回去，但在媽媽不得不逃跑的情況下，這些孩子無法成為台灣人也難

以是個印尼人，回國以後該如何融入社會也是一大考驗。

「如果移工懷孕不用跑，其實就不需要我們存在了」

    一切的問題究竟從何而來？多年來協助移工媽媽

的楊婕妤嘆：「如果整個制度面都健全，那就不需要

我們存在……如果移工懷孕不用跑、可以跟老闆好好

商量、可能生完把孩子送回家鄉給家人帶、有勞健保，

如果這些都存在，其實就不需要我們存在了。」

    政府並不是沒有在努力，只是仍有很多問題待解。

台北市社會局長陳雪慧說，中央政府在 2017 年推出方

案，雙親失聯的移工孩子以兒童權利為優先，孩子取

得台灣居留權自然也會有健保跟就學權利，社會局也

代為擔任監護人協助孩子出養、在台灣能有個家――

只是爸媽還在台灣逃跑賺錢的孩子呢？陳雪慧說這就

無法符合「失聯」定義，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目前贊同社會局想法，想嘗試讓居留權與健

保脫鉤：「孩子一生下來就該有醫療權，至少疫苗要打，不然很容易得到法定傳染病，

市長站在醫生的角度，他支持我們跟中央倡議……」

    每個政府部門思考角度不同，雖然給孩子居留權可以保障就醫權，陳雪慧說，隸屬

中央的移民署其實就很憂慮「小孩拿到居留會不會下一步變台灣人、大家都來台灣生產、

小孩長大又用依親進來」。

    對此陳雪慧澄清，台灣移民法規上無法「大依小」，只有尋無雙親的小孩可以變成

台灣人，如果以大移民政策來說，在少子化的台灣社會是可以考慮的；再者，東南亞經

濟也在起飛、就連嫁來台灣的新住民也在減少，「台灣人可能覺得說『我們』跟『他們』

要有區隔，但其實，想成為台灣人的沒那麼多了。」



    「我現在覺得是國家政策確實要確立，這些孩子能不能跟

『非法』脫鉤、對每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能否提供就醫就學各

種維持生命的作為？」兒少科長王惠宜則說，其實台北市在

2015 年開始就試著跟中央連線，一開始的困難是：「勞動部會

覺得我只負責合法移工，移民署會覺得我只負責非法移工，各

部會都覺得我不負責那小孩跟逃逸的。」

    在王惠宜看來，當移工進來台灣，國家政策其實就該考慮

到他們會在台灣面臨的各種狀況，以懷孕來說，移工們多半都

是 20 多歲來到台灣、最久可以待個 14 年，他們的青春歲月都

在台灣度過，當然也有可能會生育：「要想到他們會在台灣有

什麼狀況，不是想到他們是來工作就好，他們不只是一個『勞

動力』，但社會不是把他當一個『人』，這有沒有相關配套？」

    當移工扛著沉重仲介費用債務，一懷孕就很容易逃跑，又因為逃跑的「非法」身份

而活在恐懼，難以給孩子好的照顧，這環環相扣的狀況讓王惠宜感嘆：「你不允許，他

就跑掉，但跑掉對誰有幫忙？對雇主沒有，對小孩沒有，對他自己沒有，對社會也沒有。」

近日監察委員王美玉、王幼玲也連上印尼辦事處，印方承諾可協助懷孕移工媽媽聯絡母

國家人照顧孩子、若家人無力照顧也可由印尼當地社福單位協助，一切努力，也是為了

保障孩子能被當「人」看待。

    「這社會是需要大家一起的，不是區分我是台灣人、他是外國人……就像我們去國

外也希望人家善待我們，別人到台灣也要善待，有善待才會互助和諧。」王惠宜一席話，

或許正是台灣應思考移工政策的重要核心。

    如楊婕妤所說，移工寶寶最終都是要回去、最好的結局也是平安回去，而未來台灣

年輕人並不是不可能去東南亞國家當移工，當雙方年輕人相遇，將如何對待彼此？此刻

台灣對待移工孩子的態度，或許，正決定我們未來的模樣。



    中秋節還沒到，各種誘人月餅、蛋黃酥等應景美食已花樣百出，民眾在挑選月餅時，

應該注意哪些原則？月餅怎麼吃比較健康？瑞之盟營養機構創辦人、劉懿庭營養師提醒

民眾，月餅屬於高熱量、高油脂、高醣份食物，除了滿足口腹之慾，也要留意攝取份量，

不讓中秋佳節成為民眾的甜蜜負荷！

◎月餅挑選 健康 3原則 

    中秋月餅百百種，民眾挑選月餅前，應該注意哪

些事？劉懿庭營養師建議可以從 3方面把關：

1. 食安：盡量挑選包裝完整，要有清楚的

        營養標示、成分來源、廠商資

        料、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等。

2. 新鮮：看外觀餅皮，挑選有光澤度、

        膨度、形狀完整的月餅。若出現

        餅皮凹陷、龜裂裂痕，內餡露出來，

        代表放的時間比較久了，盡量不挑選。

3. 健康：看產品背後的營養標示，可以清楚知道

        月餅的熱量、油脂、糖分，盡量挑選低油、

        低糖的月餅。

◎月餅怎麼吃比較健康？

    中秋節家裡各種誘人月餅，總是讓人忍不住一個接一個吃！但一顆月餅背後的驚人

熱量，可能讓你不敢恭維，尤其越酥的月餅，越要留意可能是較不好的油脂來源，甚至

有隱藏性的反式脂肪。劉懿庭營養師建議民眾，享受月餅時可留意 4大撇步，降低美食

帶來的負擔。

中秋月餅怎麼挑？營養師：健康挑選 3撇步



1. 少量分食：

    小顆月餅，每人一天最多 1顆，大顆月餅要分食，一人最多 1/4 顆月餅，避免攝取

過多熱量。

2. 均衡熱量：

    假設吃完月餅後，熱量約 1/2 碗飯，下一餐就少吃半碗飯，多吃清淡少油的菜餚，

如燙青菜、沙拉、蔬果、低油脂的蛋白質來源。 

3. 搭配水果、無糖茶：

    一般中型柚子 2-3 瓣大約 60 卡，約一顆蘋果、半根香蕉的熱量，熱量雖偏高，但纖

維也高。一般建議中型柚子，一餐約吃 3瓣，也可搭配無糖茶解膩。若有慢性病個案，

建議詢問營養師適合自己的份量。 

4. 餐後運動：

    建議餐後可一邊賞月散散步、跑步。以一顆小蛋黃酥為例，至少要走 1~2小時快走，

才能完全消耗完。 

【月餅熱量大解析】



小和尚來到山下的河邊挑水，一個人忽然走上前來 ,問 :「小和尚 ,我問你個問題 ,可

以嗎 ?」「當然可以。」

那個人問：「一年有幾季？」

小和尚心想，這種問題還要問嗎？於是便回答道：「春夏秋冬四季。 」

那個人搖搖頭說：「三季。」

「一年四季啊，你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小和尚覺得很不耐煩。 

「一年明明只有三季，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啊。」那個人反而譏笑他。

 兩個人爭得面紅耳赤，彼此內心都非常不愉快，最後就決定打賭：

如果是四季，那個人向小和尚磕三個頭。如果是三季，小和尚向那個人磕三個頭。

小和尚心想：那個人怕是傻子吧，自己這次贏定了。

於是就讓師父來評對錯。 師父從屋裡走出來，小和尚就上前問道：

「師父，這人非說一年只有三季，你來評評理，一年到底有幾季？ 」

師父看了一眼那個人，說：「一年有三季。」

小和尚聽得目瞪口呆 ,用懷疑的目光看着師父。

那個人開心而又得意地說：「磕頭磕頭！快給我磕頭。 」

小和尚沒辦法，礙於師父面子，也只好乖乖磕了三個頭。 

那個人走了以後，小和尚迫不及待地問師父：

「師父，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麼說三季呢？」

師父說 :「他問這麼簡單的事 ,就說明他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你看他那個樣子 ,我要是

說四季 ,他會那麼得意地下山嗎 ?」　　

小和尚回到房裏 ,越想越氣 ,不想在這兒待下去 ,於是收拾行李下山了。

一年有三季，你覺得對嗎？



師父知道後不以為然地說 :「讓他去吧 ,讓他去吧 ,過幾天 ,他想通了就會回來。善哉

善哉……」

幾天後 ,小和尚在鬧市中看到兩個人大打出手。其中一個就是在前幾天問他一年有幾季

的那個人 ,兩人都打得頭破血流 ,傷得不輕。

小和尚問旁邊的人 ,他們為何打架 ?旁人告訴他 ,因為一年有幾季的問題爭吵不休 ,後

來就打了起來。

小和尚默默地離開 ,決定還是回去繼續修行 ,心想 ,還是師父高明 ,不然 ,你也會和人

家打起來。

師父說：你沒看到那個人全身都是綠色的嗎？他是螞蚱，螞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 他

從來沒見過冬天，在他的認知里，一年就只有三季。 你講三季他會滿意，你講四季，他

會和你一直爭吵到晚上，你和他爭有意義嗎？

心想那是「三季人」，就不往心裡去了。

跟這種人較量 ,你就是打贏了 ,也是輸啊 !


